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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3日电（记者蒋建科） 中国农业科学院
和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IFPRI） 今天在京联合发布的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 2020》 和 《2020 全球粮食政策
报告》 显示，2020 年全国粮食产量预计达到 6.7 亿吨，
能够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报告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给国民经济造成冲击的特
殊时期，农业—食物系统受到的影响较小，农业—食物系
统的“战略后院”“压舱石”和“蓄水池”作用更加凸
显。报告运用2017年149个部门的中国社会核算矩阵乘数
分析法，从产业链视角全面模拟评估疫情对农业及其相关
产业和农民收入的潜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疫情对国民
经济的冲击显著，带来国际出口市场不确定性风险，而农

业—食物系统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小，出口占总产出的比重
和进口占总需求的比重均小于5%，且容纳了近1/3的劳动
力，即使出口贸易不能完全恢复，就业也基本接近正常。
作为基础产业，农业具有显著的产出乘数效应，农业增加
值每增加 1 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 3.4 个单位。夯
实农业发展基础，加快补齐农业短板，支持农业—食物系
统中小企业，尤其是餐饮和住宿等受冲击较大的行业的创
新发展，将有利于促进宏观经济增长和拉动就业，增加农
民和农民工收入。

报告还显示，2020 年，非洲猪瘟疫情对生猪养殖业
的影响将逐步趋弱，正常情况下，预计生猪产能到 2020
年底可基本恢复至常年水平的 80%以上，2022 年基本恢
复到 2017 年正常水平。建议坚持“两疫 （新冠肺炎疫

情和非洲猪瘟疫情） ”防控和生猪稳产保供两手抓，加
强技术指导提高能繁母猪繁殖效率，加快生猪产能恢复
进程。

报告显示，草地贪夜蛾可能使 2020 年中国玉米产业
面临减产风险。预计全国玉米产量损失小于2.5%。草地贪
夜蛾导致的玉米供需缺口将通过释放库存、玉米进口以及
替代品进口等多种途径进行弥补。建议建立和完善草地贪
夜蛾防控工作机制，将危害损失降到最低。

题图：6 月 1 日，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龙集镇龙东居
一家庭农场一片繁忙，1200亩金色的麦田里，收割机来回
穿梭，场面蔚为壮观。

张连华摄 （人民视觉）

今年全国粮食产量今年全国粮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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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船米业公司副总经理陈剑锋，
最喜欢跑超市。今年情况特殊，比往年跑
得更勤。这几天，挨家查完大米货位，他
的心终于放下了。

疫情暴发以来，北京曾出现集中采购
粮油食品现象……粮食供应，可是事关稳
定啊！公司紧急启动粮食供应应急预案
——榆树基地及早开工。

古船米业榆树基地，位于吉林长春往
北 150公里，是北京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
当时的东北，正是冰天雪地，工人们还放
假在家呢。

陈剑锋带队驾车北上，800多公里快马
加鞭。一到地方，马上召回休假员工，三
班倒、24小时不停。20多名党员骨干，冲
锋在前，抢着干装卸货物等重体力活。

大伙儿的辛苦，收到了实效：白花花
的大米源源不断运往北京。

除古船米业外，首农食品集团旗下的
面、油、肉、蛋、奶、菜等生产企业，也
迅速复工复产，确保了北京这座特大型城
市生活物资供应。

承诺兑现了！北京疫情防控期间，粮
食价格“一分一厘不涨”，产品质量“一丝
一毫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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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雄城际铁路（河北段）开始全线铺轨
6 月 3 日，京

雄城际铁路 （河
北段） 建设进入
铺轨阶段。京雄
城际铁路分两段
建设运营，其中
大兴机场段设计
时速250公里，已
于 2019 年 9 月 开
通运营；大兴机
场至雄安段设计
时速350公里，预
计 2020 年底开通
运营。图为工人
在施工现场进行
铺轨作业。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摄

据新华社海口 6月 3 日电 （记者吴茂
辉） 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 11个重点园区同
步举行挂牌仪式。作为自由贸易港政策的主
要承接地和先行先试的“孵化器”，这些园区
将充分利用制度创新优势，率先实施相关政
策和进行压力测试，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加快发展、创新发展。

本次集中挂牌的11个重点园区产业类型
涵盖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三

大领域。其中现代服务业重点园区有海口江
东新区、海口综合保税区、三亚中央商务
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等；高新
技术产业园区有洋浦经济开发区 （含东方临
港产业园、临高金牌港开发区）、海口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文昌国际航天城、海南生态软件园和复兴城
互联网信息产业园等；旅游业园区有陵水黎
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

海南自贸港11个重点园区挂牌

6 月 2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在认真听取有关专
家学者发言后，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十
分重要的讲话。

这次讲话，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进行深刻总结。总书记既强调了党中
央统筹全局、果断决策，坚持把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还突出
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上下同心、全
力以赴，并用三个“最”评价防控举措
——“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全国
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总
书记说，这些成就的取得，彰显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
政治优势，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日
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展现了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同舟共济、众志成城的强大
力量。

这次讲话，体现了党中央对人民健
康的高度重视。总书记用一个形象的比
喻阐明了人民安全的重要性——“人民
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用了两个词来
形容发展卫生健康事业的意义——“基
础性地位”“重要支撑作用”。这些表
述，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中国

共产党真正以人民为中心，除了人民利
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总书记在讲
话中提到，我们“不遗漏一个感染者，
不放弃每一位病患，从出生不久的婴儿
到 100 多岁的老人都不放弃”。可以说，
这是最动人的中国故事。

这次讲话，对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
生体系进行全面指导。总书记讲话中，
既总结了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卫生
健康工作上取得的成就，也明确了未来
发展卫生健康事业的方向。他提出诸多
措施，比如加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等方
面的改革力度；把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
力作为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当务之急；统
筹应急状态下医疗卫生机构动员响应、
区域联动、人员调集，建立健全分级、
分层、分流的重大疫情救治机制……这
些都不只是瞄准当下，而是针对长远的
机制建设。

这次讲话，凸显了底线思维、忧患
意识的重要性。总书记要求，要强化底
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时刻防范卫生
健康领域重大风险。只有构建起强大的
公共卫生体系，健全预警响应机制，全
面提升防控和救治能力，织密防护网、

筑牢筑实隔离墙，才能切实为维护人民
健康提供有力保障。在全国疫情防控阻
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之际，总书记所
思考的，远远不只是回顾这次疫情，而
是如何从根本上增强中国应对公共卫生
事件的能力，防患于未然。

总书记发表这次讲话时，我们正身
处重要历史节点。今年，我们将决胜全
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收官“十三
五”规划，我们将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国家将编制“十四五”规
划。总书记这次讲话，在总结过去的同
时，更着眼于未来。

这个未来，一定更符合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而安全和健康，正是美好
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 刘少华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6 月 3 日晚
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这是我们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第三
次通话，体现了双方的高度政治互信和密切战略沟通。中
方赞赏德国政府在疫情问题上秉持客观理性立场和尊重
科学态度。中方愿同德方一道，共同支持世卫组织工作，
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框架内推动国际合作；共同支持
非洲国家抗击疫情，为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作出贡献。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我们将坚定不移推动对外开放，扩大同世界合作，愿继续
为德国企业扩大对华投资创造良好环境。近日中德“快捷
通道”正式启动，这有利于帮助两国有需求的企业加快复
工复产，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相信中德合作能
够为促进世界早日走出经济衰退发挥应有作用。

习近平指出，中德保持着稳定良好的合作关系。中方愿

同德方继续开展对话交流。今年下半年德国将轮任欧盟主席
国。中方赞赏德方愿积极推动中欧关系发展，愿同德方和欧
盟方面加强战略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应对全球挑战，共同为
不确定的世界增加确定性。中德、中欧之间正在商谈一系列
重大政治交往议程，中方愿同德方、欧方保持密切沟通协调，
确保这些活动取得成功，推动中德、中欧关系迈上新台阶。

默克尔表示，德方重视中国两会就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的规划，愿同中方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推进复工复

产，继续深化德中经济合作。德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
宣布中国研制出的疫苗将作为全球公共卫生产品。当前
形势下，加强国际团结和多边主义对全球抗击疫情至关
重要。德方愿同中方加强交流，继续支持世卫组织发挥
重要作用，推动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德方希望同中
方保持对话，就广泛的领域和议题推进合作。德方愿同
中方保持密切沟通，推进德中、欧中重要议程，推动德
中、欧中关系向更高水平迈进。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